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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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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了纪念上党战役胜利 75
周年，航拍文献纪录片《上党战役》在
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播出。纪录
片包含《山雨欲来》《上党鏖兵》《东方
破晓》三集，通过战场模拟仿真、亲历
者回顾、革命后代还原、军事专家讲
解、空中全幅拍摄等手法，全景而立体
地再现了曾经在上党地区（今山西省
长治市辖区）上演的那场关键较量。

如同其它战争题材的纪录片一
样，《上党战役》再一次真实、生动、形
象、引人入胜地讲了一个奇迹般的战
争故事，彰显了人民军队紧紧围绕
“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和尽
量扩大解放区”这一中心任务表现出
的铁血担当和赤胆忠诚，突出了战争
中人民群众“铜墙铁壁”的历史作用，
把毛泽东的重庆谈判、晋冀鲁豫军区
部队的英勇战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
持巧妙地融合起来，生动呈现了我党
我军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争取和平的
历史进程。

深入挖掘上党战役的历史内涵，
讲好太行老区的红色故事，向全社会
传递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
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拍摄这部片子的
初衷。该片的主创团队正是本着对历
史的尊重，对过往峥嵘岁月的敬仰来
完成这部文献纪录片的。他们秉持着
“纪录片要真实、生动、形象、引人入胜
地讲好故事”的原则，历时一年多的时
间走遍了上党战役的所有发生地及全
国十多座城市，从历史的尘埃中寻找
着那些如遗珠般散落的记忆碎片。从
每一个亲历者的深情讲述和每一段珍
贵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中，以及今日上

党老区的沧桑巨变中，寻求着这部纪
录片新的时代表达和时代意义。

在艺术结构上，《上党战役》以时
间为经，事件为纬，采取纪录与理论、
文献与叙事、人物与事件、情感与故事
相结合的展现形式，用具有鲜明特色
的镜头语言，以大量“真人、真事、真
景、真物”，对发生在 75年前的那场气
势磅礴的战役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和深
度回顾。该片揭示出在那个特定历史
时期，国共两党围绕中国在抗战胜利
后的两个前途、两种命运所展开的斗

争的本质。正如刘伯承司令员对被俘
的阎军将领所道破的“天机”：王者之
师，所向无敌。这个王者不是别人，正
是正义，正是民心，正是不可抗拒的历
史潮流。
《上党战役》摒弃了碎片化的叙事，

结构工整，条理清晰，文戏武戏相得益
彰。无论是刘伯承与国民党军俘虏的
对话，还是毛泽东在重庆发表的《沁园
春·雪》；无论是三集名称的诗化和隐
喻，还是战斗场面的恢宏气势，都呈现
出中华民族鲜明的军事文化意蕴。

值得一提的是，在尊重历史的前
提下，主创团队对一些科技手段的创
新使用，让这部纪录片的内容更加丰
富。《上党战役》打破了传统的文献纪
录片的创作逻辑空间，使用直升机载
着革命后代从空中鸟瞰当年父辈们战
斗过的地形地貌，从不同角度来讲述
这场战争的细节，使这部纪录片既保
持历史厚重，又充满了时代气息和人
文情怀。

上图：文献纪录片《上党战役》

剧照。

文献纪录片《上党战役》——

一场关键较量的立体呈现
■任振杰 韩征天

我生于太行山，长于太行山。太

行山养育了我，也是我放飞军人梦的

地方。

因为种种原因，我的参军梦未能实

现。但在成长路上，我一直没有忘记上党

战役是太行山上的红色印记，拍摄一部反

映这场战役的影片也成为我的梦想。

《上党战役》在整个前期创作工作

中并不像想象中的顺利。为了遵循纪

录片的真实性，导演组的工作从考察

自然环境、查找文献资料、寻访亲历者

等全面展开，大大小小的困难也随之

摆在面前。拍摄的时间大多集中在秋

天，这也是长治的阴雨季节。拍摄纪

录片中的蓝天旷宇，是我从事航拍以

来所遇到的最大难度的拍摄工作，规

划中20个航时的直升机航拍工作量，

实际上导演组在长治用了50天。

此外，上党战役期间，留存下来的影

像和图片较少，文献资料也不多。再加

上战役年代久远，战争亲历者大多去世，

中途也鲜有权威媒体记录过。仅仅一本

《针锋相对》的口述历史成了导演组展开

工作的“宝典”，健在的参战亲历者年龄

都在90岁以上，回忆起来也比较困难。

困难越多，越让我觉得拍摄好这

部纪录片既是家乡的责任，也是历史

的期待。最终，通过不断寻找和挖掘，

纪录片《上党战役》呈现了大量的珍贵

文献资料，采访了大量亲历者、革命后

代、党史和军史专家。历经整整一年，

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上党战役胜

利75周年之际，这部纪录片光荣地完

成了对上党战役的权威纪录，为75年

前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在新时代的呈

现和传播贡献了一分力量。

追寻那段珍贵记忆
■张荣贵

国庆期间，一部主题教育片《血性
的红色记忆》在陆军参谋部所属基层部
队中产生强烈反响。鲜活的细节、生动

的讲述、珍贵的档案资料让不少官兵为
之动容，受益匪浅。

这部长达 50 分钟的主题教育片
《血性的红色记忆》是陆军参谋部结合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
育活动，充分挖掘陆军档案资料，以珍
贵声像档案为主线拍摄制作的。

细节是教育片中最有力的表现形
式。《血性的红色记忆》之所以能在官
兵中产生共鸣，正是因为该片在拍摄
过程中着力表现的一个个鲜活细节。
94岁高龄的老红军张星点在过草地雪
山时只有 9岁，因为年龄太小，在最后
一次过雪山草地时，连队想把他寄养
在老乡家里，并给他留下了一碗青稞，
但张星点坚决要和部队一起出发。教
育片着力刻画了一碗青稞的细节，随
着青稞一点点地减少，观众仿佛和小
战士一起走出了草地、爬过了雪山。
教育片把这些细致又特别富有表现力
的典型细节做特写式描写，于细微处
将历史生动地呈现出来，增强了该片
的艺术感染力。

在拍摄过程中，陆军参谋部充分利
用档案资料，挖掘档案故事。创作组从
众多陆军档案中，筛选出 11个鲜活的
故事，赴 8 省 15 地，寻访了 25 名老红
军、战斗英雄，最终形成了一份 6000多
字的脚本。正是因为有了详实的档案
资料作为支撑，《血性的红色记忆》才更
加感人至深。

除此之外，《血性的红色记忆》还
在结构编排上下了功夫。整部教育
片看似分为四个独立的段落，但又构
成一个整体。通过人物、事件、情节
的精心规划，表现出历史时空与现代
时空的对比。从红军时期到现在，时
空跨度较大，创作团队在结构编排上
既凸显主题，又保持了每个故事的相
对独立性，做到了段落与段落、部分
与整体之间的内在统一。某部干部
刘鹏深有感触地说，这部教育片结构
平衡协调，故事讲述很连贯，观看后
让人很受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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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 32届电视剧“飞天奖”颁奖
礼在河北衡水落下帷幕。在 16部获奖
电视剧作品中，由华策影视出品的《外交
风云》和《绝境铸剑》两部作品获得“优秀
电视剧”奖，《外交风云》还荣获优秀编剧
奖，成为本届飞天奖的大赢家之一。

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是对上两年度电
视剧思想艺术成就的一次评判，是国内创
办时间最早、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
电视剧奖项。可以说，“飞天奖”的获奖作
品代表了中国电视剧创作的最高水准。

一部是大主题、大格局、大制作，提
振国气、民气、志气的大国巨制，一部是
立足古田会议，展现我军重要转折点的
军史大剧，《外交风云》和《绝境铸剑》为
什么能获得成功，双双斩获飞天奖？除
了剧集本身过硬的品质，更在于其在主
旋律题材创作上不断地探索与创新。

2019年 9月 19日，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献礼剧《外交风云》隆重开播，整个播出
期横跨国庆节，无论是主题契合，还是播
出节点都恰到好处。该剧以新中国外交
史为基础，首次全景式展现了毛泽东、周
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
外交事业上的杰出贡献，全方位展现了日
内瓦会议、亚非会议、周恩来访非、恢复联
合国席位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外交史实，
充分阐述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思
想。该剧题材独特、格局宏大、故事极具
现实意义，播出以后成为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献礼剧中备受各界好评的精品剧之一。

此外，《外交风云》还以鲜为人知的
外交细节和温情表达为年轻观众打开了
一个“外交新世界”，引发了全社会广泛

关注，很多家庭甚至出现老中青三代人
同时追剧的现象。

2019 年 12 月 26 日，纪念古田会议
召开 90周年的献礼巨制《绝境铸剑》在
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该剧聚焦古田会
议精神，以平凡革命者为主体，以红军队
伍建设为题材，讲述了闽西独立营逐渐
成长为一支“听党指挥、百战百胜”的红
色铁军的故事，体现了红军的无产阶级
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彰显了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
政治建军”原则方略的伟大。

极致的绝境故事、个性化的人物、引

发共鸣的青年成长经历是《绝境铸剑》在
播出后能获得各界好评的重要原因。《绝
境铸剑》的创作成功对于探索革命历史题
材创作生产和传播的规律具有重要意
义。年轻网友普遍反映，该剧打破了自己
对主旋律电视剧的固有认知，以小人物视
角切入，代入感强，在主旋律剧年轻化的
方向上作出了很好的探索。

只有不断创新表达，才能吸引观众，
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近年来，献礼改革
开放 40周年的《创业时代》；把握国家发
展脉搏，讴歌新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下
一站是幸福》《完美关系》《以家人之名》等

主旋律电视剧均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向社
会各界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展现了主旋
律剧的深刻内涵与独特魅力。

通过不懈探索，主旋律电视剧不断总
结出打造精品剧目的新路径。这主要表
现在剧集类型上进行大胆融合、突破与创
新，扩大主旋律影视剧的市场规模与受众
群体剧本创作中坚持年轻化的表达，用心
创作，拒绝说教；在剧集摄制上强化精品
意识，精心拍摄制作，精益求精还原历
史。我们期待在未来出现更多更优秀的
主旋律作品，更好地传递时代精神。

上图：电视剧《绝境铸剑》剧照。

探求主旋律作品的创新表达
■黄海涛

“我寻找这坚定的信念，只为追逐
你的荣光。投身绿色军营，逐梦无悔
青春……”

在今年的征兵季里，由中央军委国
防动员部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制作
推出的《参军报国 不负韶华》和《逐梦青
春》两部征兵公益宣传片在各电视台、网
站、公共电子显示屏等平台播放。征兵
宣传片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投身强军兴军
的伟业，在军营磨砺成长的青春风采，激
发起不少适龄青年踊跃参军报国的热血
豪情。

从内容上看，这些征兵宣传片紧贴
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崇军尚武情
怀。“秦军虎狼一统六合的豪情，莫丢！
郭子仪忠武平定贼乱的功绩，莫忘！革
命圣地延安精神的内涵，明白！”陕西征
兵宣传片《陕西娃，当兵咧！》融入秦腔、
兵马俑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
符号，激励三秦儿女胸怀国家安危、肩负
先辈荣光，到军营建功立业，引来众多网
友赞叹。“趁年轻，有梦想、有热血，投身
军营、淬炼成钢，不负韶华、只争朝夕，把
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用自己的军旅
生涯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广州市
征兵宣传片《这身戎装——等你来》以
“传承、担当、尽责”为主基调，寻访广州
近现代革命史迹，遴选从广州入伍的青
年代表讲述自己在军营成长经历，鼓励
青年学子为国防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走进军营、穿上军装，砥砺血性阳刚、扛
起责任担当，逐渐变成广大适龄青年的
向往。

从形式上看，征兵宣传片大多采用
短视频的方式，通过营造视觉冲击的方
式将新时代青年携笔从戎守卫疆土、崇
尚英雄圆梦军营、传承使命不负嘱托的
热血担当浓缩在短短几分钟的视频之
中。北京市征兵宣传片《时代在召唤》为
观众呈现了部队实战化训练的壮观场
面。时代召唤着有理想、有担当的有志
青年投身军营、淬炼成钢，把爱国之心化
为报国之行，不负韶华、只争朝夕。“在这
里，回荡着工农的呐喊和抗日的怒吼；在
这里，续写着雄师入城的盛况和改革的
辉煌。”征兵宣传片鼓舞着热血青年驰骋
沙场，报效祖国。

在今年的征兵过程中，各级推出了
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征兵宣传片，如《好
男儿，当兵去》《天鹰砺剑》《军旅味道》
《西乡好青年 一起参军去》《我们在军营

等你》《选择》等。气势磅礴的强军风貌、
新颖精彩的军旅生活、矢志报国的典型
人物和事迹等内容，诠释了参军报国对
国家、民族和个人的重要意义，展示了新
时代革命军人的大忠大义和家国情怀，
有力增强了人们的国防意识。

披坚执锐，卫我山河。这些征兵宣
传片通过地铁传媒、公交视讯、微博微
信、网站电视等多种渠道的广泛传播，有
效传递了国家和军队的声音，掀起适龄
青年报名应征入伍的热潮。同时，征兵
宣传片作为深化全民国防教育的生动载
体，引导人们更加关注国防和军队建设，
为人们了解新时代的军营打开了窗口，
汇聚起“关注国防、参与国防、支持国防”
的强军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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